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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青少年吸毒情況

香港青少年吸毒情況
曾舉行兩次毒品高峰會，以處理當時盛
行的毒品甲喹酮（俗稱「忽得」）。第
二個浪便是搖頭丸，警方其後做了一連
串措施，例如若在娛樂場所搜到禁藥，
便會限制其經營權，令狂野派對的數目

減少，吸毒問題又好了一點。到現在的K
仔又是另一個浪，所以我有信心吸毒數
字是會下降。看過數據後，我們發現青
少年吸毒問題長期存在，所以需要深入
研究他們吸毒的成因及對應政策。

石丹理教授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講座教授
禁毒常務委員會主席

我很榮幸能夠參與今晚的活動，有三個原因
令我感到很親切。第一是我看見最新一期的
《香港心理衞生期刊》，令我回想起本人的
第一篇學術著作，就是投稿在此。在八十年
代我寫了兩篇論文，談及香港中學的心理健
康教育的不足夠，可惜二十年後的今天仍然
沒有多大改善，我們仍要繼續努力，讓香港
的正規課程能包括多些心理健康教育。第二
個令我有很親切的感覺，是因為我其中一個
研究範圍是心理健康，特別是研究華人青少
年的心理健康，另一個是家庭心理健康。最
後是因為來到這裡重遇很多相識已久的好朋
友，包括黎守信醫生、趙雨龍博士等，實在
感到很高興。

臨床現象
今晚我們的題目是《香港青少年吸毒情
況》，很多人都問我現時的情況是否很嚴
重。其實我們可以從兩個角度研究。第一
是臨床現象，這幅相是一位青少年被送入
急症室時的情況，他的鼻子附近佈滿氯胺
酮（俗稱「K仔」）的粉末，還來不及清理
就暈倒了。另一幅是一名吸了K仔的少女，
在藥物的影響下用刀自殘，傷勢嚴重。所
以我們一直鼓勵禁毒工作要及早進行，因
為很多危害精神的毒品都對身體及精神系
統影響很大。這一幅是急症室醫生要求患
者做尿液測試，但該名少年排出來的卻是
血，顯示其腎臟已經出現問題。正常腎臟
的容量是500毫升，但這名少年現時只得
50毫升。禁毒廣告中提及的頻密有尿意現
象，其實已經不是吸毒最嚴重的副作用，

因為有些個案在廿多歲已經失禁，日常生
活需要用尿片。這些臨床現象帶出一些警
號，現時青少年雖然會說吸毒是其個人選
擇，會自己承擔身體出現的問題，但我們
擔心的是社會成本的後果，因為他們可能
要洗腎，換腎，甚至變成精神病患者，一
生都要領取綜緩，失去工作能力等，對社
會造成莫大的負擔。

數據分析
另一方面我們可看看數據，在香港我們仍
然運用「藥物濫用中央檔案室」(Central
Registry of Drug Abuse, CRDA) 的資料，方
法是由警務處、懲教處、醫院，大專院校
和社會機構等主動呈報數據給政府。當然
我們理解這個制度有其限制，一定會出現
漏報個案，不可以確切反映現況，但另一
方面我們也可以說這個制度是行之有效，
因為它可以很清晰地反映整個吸毒的轉變
趨勢。在亞洲之中，香港這個制度是最好
的，而且已經有數十年的數據紀錄。

吸毒人數
圖表一至三是從CRDA獲得的資料，被
呈報的吸毒者數目最多是在2000和2001
年，當時狂野派對盛行，很多青少年濫
用「亞甲二氧基甲基安非他明」（俗稱
「搖頭丸」）。當時不少人擔心青少年
吸毒問題無法解決，我說回看歷史其實
一定可以解決，只不過吸毒的情況是一
浪緊接一浪。例如彭定康時任港督時，

香港心理衞生會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四日舉行第十二屆邱大斌先生紀念講座的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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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四及五顯示吸食包括海洛英在內的
傳統毒品人數一直下跌，而吸食危害精
神毒品的人數卻持續上升，並在2006年
已經超越傳統毒品。這個數據反映吸毒
的康復治療和宣傳教育，應配合其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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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適時的改變。2008年的吸毒數據顯
示每1,000名年齡達21歲或以上的人，當
中有2.2人是吸毒者。而21歲以下的青少
年吸毒數字會較高，主要是和青少年流
行吸食K仔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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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毒地方
圖六顯示青少年主要吸毒的地方是香港，
其次在國內。據說在國內的消費很便宜，
在東莞唱卡拉OK只需花費廿元便有飲品
和K仔供應，這正是一些宏觀因素影響香
Hong Kong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港青少年吸毒問題。根據CRDA的數字顯
示，香港青少年在國內吸毒的數字正在下
跌，主要因為公安拘留吸毒者十五日的措
施具有阻嚇力。此消彼長，青少年不敢在
國內以身試法，香港的吸毒數字又會再次
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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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毒地點

吸毒原因

吸毒種類

圖七統計青少年較多在自己家中或朋友
家中吸毒，其次是卡拉OK和的士高等娛
樂場所。所以推行家長教育時，我們時
常提醒家長別掉以輕心，以為家就是最
安全的地方，家長應多了解子女的成長
及交友狀況。

圖八顯示傳統毒品如海洛英等，主要因為吸
毒者已經成癮難以戒除。危害精神藥品方
面，主要原因是朋輩影響。這點值得我們反
思，過往禁毒教育缺乏足夠的內容去幫助青
少年處理朋輩影響。另外沉悶和好奇都是主
要原因之一，可見禁毒教育真的非常重要。

圖九顯示青少年近年吸食得最多的危害精
神藥品是搖頭丸和K仔。搖頭丸的價格昂
貴，為何青少年能負擔呢？據當時的調查
顯示，七成青少年購買搖頭丸的金錢是來
自零用錢，所以我們經常提醒家長要留意
子女的零用錢用量是否正常。後來濫用搖
頭丸的數字下跌，主要是因為狂野派對熱
潮減退。其實在外國有關搖頭丸的討論很
大，甚至有人提議合法化，因為它的毒性

以學術理論分析吸毒原因
接著我們從不同的學術理論去研究青少年
吸毒的原因，這個是相當重要的步驟，因
為會影響相應政策的制訂。第一個最主要
的觀點是生物理論，但有趣的是這個理論
在毒品處理中扮演的角色並不強，因為
大家也理解其實吸毒問題沒有甚麼藥物可
以根治。另一個是心理理論，例如童年陰
影或適應能力等，但這理論在治療吸毒上
的文獻不多。近十年較多人用行為認知理
論，主要是看當事人對吸毒的信念。還有
很多其他理論，我不在此逐一詳細介紹
了。我想集中討論現時最多人認同的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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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危害精神藥品內似乎是最低。K仔方面，
其實它是一種麻醉劑，獸醫和兒科都經常
用。青少年濫用K仔的數字自2005年顯著上
升，主要有兩個原因。第一，他們追求吸
食後靈魂出竅的感覺，覺得不受騷擾。另
外，K仔的價錢極為便宜，現在的市價是每
克只售一百多元，通常每克會分成十份，
若十個青少年平均分享，每人只需十元。警
方打擊K仔亦有困難，因為其利錢不多，賣
家不會像海洛英般大批偷運，通常都是由
青少年親自運入本港。

理論，即是說人和環境在不同系統都會有
些因素引致吸毒的出現，這套理論是一個
由微觀到宏觀的角度去研究問題。我會建
議大家在此有一些反思，那一個理論是最
好的介入手法，及如何將理論轉化為實踐
去幫助青少年。

生態理論
因應政府在2007年成立工作小組研究青
少年吸毒問題，我在The Scientific World
Journal寫了一篇文章(Tackling Adolescent
Substance Abuse in Hong Kong: Where We
Should and Should Not Go.)，內容正是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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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理論去分析青少年吸毒的因素。第一個
很明顯的因素是個人，我特別強調香港青
少年缺乏心理社交能力，例如處理情緒、
解決問題等。第二是缺乏與人溝通的技
巧，有些青少年甚至對老師最基本的尊重
都沒有了。第三個因素是學校，現時的傳
統課程缺乏有系統的生活技能教育。第四
是家庭因素，香港很多家庭都面對各種問
題，家長的管教亦較以前寬鬆。社會服務
聯會的社會發展指數顯示，香港社會一直
在進步，唯一倒退的便是家庭凝聚力，所
以家庭心理健康是非常重要，我們要研究
如何將個人及家庭的心理健康一起處理。
最後當然不能忽略社會因素，例如後現代
青少年文化等。

禁毒教育
香港的禁毒教育發展
香港其實一直有推行禁毒教育，學校有健
康校園政策，當中包括禁毒的預防工作、
強化相關課程、組織抗毒活動等。但現在
的模式是學校各施各法，並不統一。另外
禁毒處也有禁毒講座，每場大約35分鐘，
對象是小四至小六學生及中學生，主要灌
輸禁毒知識及提倡正面價值觀。很多人關
心禁毒教育是否有效，其實相關措施在美
國已經推行數十年，很多研究都證明是值
得推行，但不會完全有效，需要就不同的
情況作出相應的改變。所以我現在也向政
府建議，每個學生都要接受特定的禁毒教
育課程，因為學校是最重要的戰場，能在
這裏做好預防工作，有助改善青少年吸毒
問題。

美國的禁毒教育發展
在美國禁毒教育的發展主要有五個階段，
第一是從道德角度出發，讓青少年認為這
是錯誤的行為，意志薄弱的人才會吸毒，
但成效不大；第二是阻嚇方法，但發現卻
得出反效果，阻嚇愈大青少年反而吸得愈
多；第三是將毒品的客觀事實說明，但這
個方法不但沒有成效，反而可以演變成很
危險的情況。例如對青少年說明索K會有
靈魂出竅的感覺，或會導致好奇的青少年
去嘗試；第四個是動之以情的方法，但被
打動的吸毒者少之又少。最後一個方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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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青少年的生活技巧，例如教導他們建
立自信、拒絕朋輩壓力等，不少北美國家
都正在採用並認為有效。現時香港學校的
禁毒教育多是採取滲透式的方法，由學校
自行選擇在一些學科中配合。但根據美國
的研究指出，在學校內推行一個加強青少
年生活技巧的獨立課程，是目前被認為最
有效的禁毒教育，這些成效值得香港的學
校參考。

禁毒計劃的有效元素
要令一個計劃有效，必須包括多個元
素。第一個是定要切實地研究吸毒的風
險因素及保護因素，其次是要與發展相
符，例如現在的學校禁毒講座，無論對
象是小四學生或中學生，內容都是大同
小異，小學生根本難以明白。發展青
少年的生活技巧及特性這點也是非常重
要，一般有效的課程都必須有這個元
素。接著是把注意力集中於正常的社會
現象，在社會學理論當中，有一種叫做
正常化理論，例如當青年認為吸毒是正
常的事就會做，所以要對他們重新教
育，告訴他們其實不是很多人吸毒，吸
毒的行為是錯誤的。至於時間方面，任
何一個有效的計劃，都一定是長遠的。
但很不幸地香港很多計劃都是快餐文
化，政府撥款通常不超過三年，計劃未
見其效便要終止，所以我正在要求政府
支持我們實行一些五年計劃。其他的重
要元素還包括用過來人或朋輩做領導、
具互動性的經驗學習、對文化具敏銳
度、進行評估等。
美國有些計劃是被認為有效的，例如DARE
(Drug Abuse Resistance Education) 在美國很
多州都會採用，每年花費數以億計，但已有
多個研究證明其成效不大。所以我覺得評估
是很重要，因為可以讓我們知道方法是否正
確，資源放在那裏才是最恰當。我時常向政
府反映要小心推行政策，詳細評估是否有
效，否則我們以為已經在保護青少年，實際
卻在錯過保護他們的黃金時間。

其實現存的文獻，關於驗毒是否有效的研
究不多，質素也不高，在華人社會更是沒
有文獻。很多人對所謂證據都有一個不良
的演繹，看見一些反對的證據便一面倒認
為驗毒沒有成效，這個結論是錯的。其實
證據是有反對亦有支持的，而問題是你認
為甚麼是可以接受的證據。我在Scientific
World Journal發表了另一篇文章，指出運
用不同研究方法的研究，會得出不同的
結論。同樣地，Goldberg及其同工建議要
做多些研究，才可以更準碓獲得有用的結
論。像現時大埔的試驗計劃，我們會先推
行六個月，然後再去評估成效，作為未來
政策的參考。另外亦有一些質性的研究，
校方是一面倒地支持驗毒計劃，認為能大
幅降低青少年吸毒的人數。這些數據我們
是否全面接納，也值得去深思。

drug abuse problem in Hong Kong and
explored the anti-drug education and the
drug testing scheme carried out by the
Government. He also discussed the risk
factors of drug abuse among teenagers
through the ecological approach, and
analyzed the efficiency of the anti-drug
policy of foreign countries. By holding
the talk, he hoped that the public can
ponder the future direction of anti-drug
measures in Hong Kong and join together
to alleviate the youth drug abuse prob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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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及反思
關於我們未來的研究方向，與及如何加
強相關研究的質素，我希望大家共同細
想。在實驗性研究上，是否真的可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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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我嘗試將香港青少年吸毒情況的整
幅圖畫展示，希望可以讓大家深思香港
未來禁毒的方向，共同努力推行有效政
策。謝謝。
Abstract

香港的驗毒試驗計劃

Adolescent Substance Abuse in Hong Kong

大家最有興趣知道的應該是香港的驗毒試
驗計劃是否有效。這個計劃有兩個目標，

Professor Daniel T.L. Shek analyzed
the data and phenomenon of the yo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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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是令沒有吸毒的青少年可以繼續潔身
自愛，第二是讓鼓勵已吸毒的青少年尋求
幫助。有些公眾甚至是專業人士對驗毒計
劃存有多個錯誤觀念，包括計劃要懲罰學
生、要取代其他禁毒措施、不尊重學生、
產生不信任、不強制執行就會失敗、學校
應將重點放在教育，不是禁毒、無證據支
持其成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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